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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調系統節能手法 (50%)

•降低空調面積(免費)

•減少空調使用時間(免費)

•調升空調溫度(免費)

•保養維護—提升熱交換率(少量投資)

•保養維護—提升保溫能力(少量投資)

•汰換低效率主機(大量投資)

•空調智慧控制(大量投資)



降低空調面積

例如:

1. 關閉圖書館書庫空調
2. 大型教室或會議室採用隔簾

冷房能力單位轉換: 3024𝑘𝑐𝑎𝑙/ℎ𝑟 = 3.516𝑘𝑊 = 1𝑅𝑇

影響因數 Kcal/hr 單位 數量 Kcal/hr

空間面積 85 m2 90 7650

西曬窗戶(有窗簾) 220 m2 16 3520

日曬少窗戶(有窗簾) 42 m2 4 168

西曬窗戶(無窗簾) 330 m2 0 0

日曬少窗戶(無窗簾) 63 m2 0 0

人口數 100 人 0 0

產生熱源設備 0.86 W 300 258

照明 1 W 1800 1800

總熱負荷(Kcal/hr) 13396

總熱負荷(KW) 15.58 4.43

平均熱負荷(Kcal/m2) 149 0.17 KW/m2

空間熱負荷計算

空調負荷(RT)

節省冷房能力(𝑘𝑊)=A(𝑚2)× 0.17kW/𝑚2

節省電力消耗(kW)=
節省冷房能力 𝑘𝑊

𝐶𝑂𝑃

年省耗電(度)=節省電力消耗(kW)×時數(ℎ𝑟)

例如:暑假期間關閉圖書館100坪書庫之空調
A=100坪=330 𝑚2

冰水主機COP= 4~6 ，舊機器可以選COP=4

運轉時數=8小時/天× 20天/月 ×2月/年=320hr

年省耗電(度)=
330 𝑚2 × 0.17kW/𝑚2

4
× 320 ℎ𝑟 = 4,488度/年



減少空調使用時間

調升空調溫度

冷房能力(𝑘𝑊)=2.5kW

例如: 暑假期間每天10點以後方可開冷氣
減少運轉時數=2小時/天× 20天/月 ×2月/年=80hr

年省耗電(度)=0.59 𝑘𝑊 重載 × 1/4 × 80hr

+0.23 𝑘𝑊 輕載 × 3/4 ×80hr= 25.6(度/台)

例如: 將冰水主機之出回水溫度由7-12℃調升至9-14℃
或是將分離式冷氣之室內溫度由25℃調升至27℃

以200RT冰水主機為例
冰水主機耗電=200RT×3.516(kW/RT)÷ 4 𝐶𝑂𝑃 × 60%(運轉率)

×960 hr/年=101,260度/年
節電量： 101,260度/年×2℃×6%/℃=12,151度/年。

調升冰水溫度1℃約可減少主機耗電量6%



冷卻水塔保養清洗

例如: 200RT冰水主機冷卻水塔維護
冰水主機耗電=200RT×3.516(kW/RT)÷ 4 𝐶𝑂𝑃 × 60%(運轉率)

×960 hr/年=101,260度/年
節電量： 101,260度/年×2℃×1.5%/℃=33,038度/年。

每降低冷卻水溫1℃約可減少主機耗電量1.5%

簡易算法:以全年用電度數估計
219,000度/年×40%(空調耗電占比)×60%(冰水主機耗電占
比)=52,560度/年
節電量：52,560度/年×2℃×1.5%/℃ =1,577度/年。

冰水主機COP= 4~6 ，舊機器可以選COP=4

冰水主機耗電：(冷凍噸(𝑅𝑇)×3.516𝑘𝑊/𝑅𝑇)/𝐶𝑂𝑃
冰水主機年運轉時數= 8小時/天×20天/月×6月/年=960 hr/年



冷媒銅管保溫維護

結露

保
溫
失
效

保
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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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升溫度1℃約可減少主機耗電量6%

例如:

以COP=5.3 之8kW之分離式冷氣為例

分離式主機耗電=8kW ÷ 5.3(𝐶𝑂𝑃) ×
60%(運轉率)×1,400 hr/年=1,304度/年
節電量：1,304度/年×5℃×6%/℃
=391度/年。



汰換低效率主機

空調機廠牌/

型式

冷房能力

(KW)

消耗功率

(KW)
數量 COP

總功率

(KW)

大金/分離式

室內吊隱式

R100DAVAL

4KW 以上

1級能源標章

分離式

2.72

3.2

2.01 5.76

改

善

後

改

善

前

11.6 5.76 1

11.6 3.04 1 3.81 3.04

回收年限

節省耗能(KW)年省耗電(度) 5222.4

註:以每天運轉8小時，每年運轉8個月計算。(每度電4.78元)

年省電費(萬元) 2.5

空調智慧控制

例如:

1. 以趨近溫度控制冷卻水塔風扇速度
2. 以冷卻水出回水溫差控制冷卻水流量
3. 以冰水出回水溫差控制冰水流量
4. 主機變頻控制
5. 結合熱泵採用冷熱雙效調控

智慧化空調控制節省耗電量10-20%



各類空調之COP分級表



照明系統節能手法 (8%)

•降低使用面積(免費)

•減少使用時間(免費)

•適合的照度規劃(少量投資)

•保養維護—提升反射率(少量投資)

•汰換低效率光源(大量投資)

•照明智慧控制(大量投資)



降低使用面積

例如:

1. 引入自然光
2. 採用自動倉儲
3. 適當迴路規劃

減少使用時間

教室照名迴路規劃建議

1.以燈具的耗能計算
例如: 4呎T8 螢光燈 40W/管+安定器3W

4呎T8 3管T-Bar 輕鋼架燈 120W/盞+安定器3W

2.以面積計算

300(lux)=
𝑙𝑚×0.6(C𝑢)×0.9(𝑀𝐹)

1𝑀2 →光通量(lm)=
300(𝑙𝑢𝑥)×1𝑀2

0.6×0.9
=556(lm)

以發光效率100(lm/W)計算→每單位面積需556(lm)/100=5.56W/M2

以發光效率140(lm/W)計算→每單位面積需556(lm)/140=3.97W/M2



降低適合的照度規劃

例如:

1. 降低燈具高度
2. 依據使用需求調整照度
3. 採用可調光式光源

燈管發光

效率

(lm/W)

燈具數

量(盞)

燈管數

(管/盞)
維護率

燈管耗能

(W/管)

實測照度

(lux)

燈具到桌面度高(m)

2.83(原高度)

2.53 (調降後)

95 9 2 0.9 28 445 T5/4呎/雙管

95 9 2 0.9 28 477 吊燈(降低高度)

燈管發光

效

(lm/W)

燈具數

量(盞)

燈管數

(管/盞)
維護率

燈管耗能

(W/管)

汰換後估算

照度(lux)
汰換說明

120 9 3 0.9 20 602 LED/4呎/三管

120 9 3 0.9 20 645 吊燈(降低高度)

例如:每日午休將照度需求以調光方
式減至20%。
年節電量： 0.04kW×200盞
×80%×1hr/天×300天/年=1,920度/年。



汰換低效率光源

燈管形式 數量 消耗功率(W) 總消耗功率(W)

T8 (2呎) 172 22 3,784       

T8 (4呎) 172 43 7,396       

T8 圓形燈管 40 23 920         

改善前消耗功率 12,100      單價(NT$) 總價(NT$)

LED燈管(2呎) 172 10 1,720       350 60,200  

LED燈管(4呎) 172 20 3,440       350 60,200  

LED感應燈泡 40 10 400         200 8,000   

改善後消耗功率 5,560       

800 5,232       用電單價(元/度) 2

工資(線材)(天) 2 3,000        6,000   

合計投資費用 134,402 

回收年限(年) 節省電費(年)

**小照明改善效益計算

改善前

備註

汰換為LED燈管(2呎)

改善後

節省耗能(度/年)

12.84 10,464                  

註:使用時數:4小時/天*200天/年=800小時/年。

汰換為LED燈管(4呎)

汰換為LED感應燈泡

使用頻率

(小時/年)



各類空間照度需求(CNS)



動力設備節能手法

•減少使用時間(少量投資)

•汙水曝氣泵定時控制

•保養維護—減少機械損失(少量投資)

•汰換低效率馬達(大量投資)

•汰換為IE3/IE4馬達

• AC馬達汰換為永磁馬達或DC馬達

•善用無動力風扇

•變頻控制(大量投資)

•水泵變頻+並聯運轉



汙水曝氣泵定時控制

年耗電量為380V×3.12A×0.85(功率因數) ×
1.732×8,760小時/年=15,238度/年。

採用運轉1小時停止1/2小時方式運轉。
年省:15,238度/年*(1/3)=5,079度/年。



保養維護減少機械損失

汰換為IE3/IE4馬達

最佳化風扇設計
(80%負載率)

2HP=1.5kW額定
1.88kW>1.5kW

例如:汰換10HP之 IE1馬達(87.5%)為 IE4馬達(92.4%)

效率提升(92.4-87.5)/92.4=5.3%

節耗電量:10HP ×0.75kW/HP ×80%(負載率) ×3,000小時/年=18,000度/年
年省耗電:18,000度/年×5.3%=954度/年。



IE馬達效率表



汰換高效率DC風扇

1/4HP=186.5W

水泵變頻控制

流量與運轉頻率成正比
耗電量與運轉頻率之3次方成反比



待機保溫節能手法

•飲水機休眠控制(免費)

•電腦休眠控制(免費)

電腦休眠控制

電腦不執行
任何程式且
關閉螢幕情
況下之耗電
約為68.4W

電腦進入休眠
情況下之耗電
約為2.9W。
(此耗電實為
延長線之耗電)



飲水機休眠控制

飲水機設定每日11點進入休眠，早上5:30重啟加熱
平日若設定夜間休眠由17:00~06:00 耗電量為350W*9h*60%(運轉率)+ 

0.7 kWh(重啟加熱) =2.59kWh，每台飲水機每年可以節省(5.04 kWh-

2.59 kWh)*265天=649.25度/年-台



每日僅約消耗2W*24h=48kWh，全年50個周未假日以100天計算，
每台飲水機每年可以節省(5.04 kWh-0.048 kWh)*100天=499.2度/年-台。

兩種模式合計(499.2+649.25)=1148度/年-台


